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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盃掀黃賭潮
警方重拳滅罪

冚檔搜吧拘 90 男女 海關首破盜看

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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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2018 俄羅斯
世界盃舉行得如火如荼之際，警方及海關連日

案件。警方並分別拘捕 2 名「艇仔」及搗破 3 間

多雲驟雨 局部雷暴

戊戌年五月十一 廿四小暑 氣溫 26-31℃ 濕度 70-90%
港字第 24936 今日出紙 2 疊 5 張半 港售 8 元

繼續打擊相關罪行，其中海關首次破獲市民利
用網上直播平台(Voov)非法轉播收費電視節目

星期日

2018 年 6 月

■ 檢獲非法賭波贓款
檢獲非法賭波贓款。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由黑幫操控、涉嫌收受非法投注及提供賣淫服務的酒吧。海關及警方行動中，共拘捕
90 名男女，檢獲約 360 萬元非法投注記錄、一批武器及少量毒品等證物。
■「老公仔」
在網上非法
轉播足球賽
事，擁有逾
萬粉絲。
網上截圖

■ 警方在葵涌石蔭
邨破獲非法收受外圍
波投注案，
波投注案
，拘捕一名
報稱任職侍應的 26
歲男子帶署扣查。
歲男子帶署扣查
。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鄺福強 攝

■ 海關前晚在東涌拘捕 2 名男子
名男子，
，涉
嫌非法轉播收費電視台世界盃賽事。
嫌非法轉播收費電視台世界盃賽事。

16 男 74 女，年齡
被捕介乎9019人中，包括
歲至 57 歲，部分人有黑幫

警方並繼續展開代號「戈壁」、「風
盾」及「雷霆 18」打擊非法收受賭注行
動。前日傍晚 6 時許，新界南總區反三
合會行動組人員根據線報經調查，突擊
搜查葵涌石蔭邨仁石樓一目標單位，檢
獲總額約 158 萬元懷疑非法投注記錄、
約 44 萬元現金、2 部手提電話、一部電
腦及一個夾萬等證物，拘捕屋內涉嫌非
法收受賭注的26歲姓李男子帶署。
同日晚約 8 時，西九龍總區特別職務
隊根據線報經調查，突擊搜查觀塘牛頭
角道 300 號一目標單位，檢獲總額約 200
萬元懷疑非法投注記錄、一部手提電
話、一部電腦及一個無線路由器等物
品；當場拘捕涉嫌非法收受賭注的 49 歲
姓劉男子帶署。警方行動仍在進行中，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搗破尖沙咀賣淫 3 酒吧
逮捕86人其中65泰女
被捕86人中，包括12男74女，19歲至
57歲，分別有19名本地男女、65名泰國籍
女子及2名外籍男女，分別涉嫌違反逗留條
件、為不道德目的而唆使他人、管理賣淫
場所、非法收受賭注、協助管理賣淫場所
及藏毒等罪名；警方正追緝在逃同黨。
據悉，涉案3間酒吧，由黑幫操控，分
別位於尖沙咀山林道、漆咸道及柯士甸
道，已經營數年，屬持有合法牌照酒吧，
原本走高檔路線，售賣貴價紅酒及啤酒。

但數月前，酒吧開始暗裡從事「黃賭
毒」犯罪活動，會為熟客介紹泰籍女子
坐枱及提供性服務，只需購買 20 元一張
的代用券，便可向坐枱泰女摸胸一次，
客人如需要其他性服務需要另議價錢。
集團為保持新鮮感吸引客人，3間酒吧的
泰女有橙色手帶識別及定期互相過場，
其中一間酒吧亦會非法收受外圍波賭注
及提供毒品。涉案酒吧「轉營」後，令
每個月營業額急升逾500萬元。
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O記）
，

■ 警方掃蕩尖沙咀 3 間「 黃賭
毒」
酒吧，
酒吧
，拘捕
拘捕86
86人
人。

非法受注落注皆犯刑罪
根據香港法例，
非法收受賭注、向
非法收受賭注者投
注、非法轉播收費賽事，同屬刑事罪
行，可判罰款及監禁；非法收看收費賽
事市民，則有機會被追究民事責任。

0$

盜看收費電視可被民事索償
根據香港法例第一四八章《賭博條
例》第七及第八條，任何人從事非法收
受賭注，最高可被判處罰款 500 萬元及
監禁 7 年；而向收受賭注者投注亦屬違
法，最高可被罰款3萬元及監禁9個月。

由今年2月至6月進行代號「飛沙」臥底行
動，鎖定尖沙咀區3間酒吧，由有「和×
和」黑幫背景賣淫集團所操控進行「黃賭
毒」犯罪活動。直至昨凌晨約1時，O記探
員聯同機動部隊警員根據資料突擊搜查3間
目標酒吧，拘捕86名男女，檢獲約12萬元
現金、少量懷疑可卡因、8支鐵通、3把刀、
9部手提電話、1部電腦及總額約1,500元的
懷疑非法投注記錄等證物，全部帶署作進一
步調查。警方相信行動已成功瓦解活躍區內
的賣淫集團及打擊黑幫收入來源。
■ 警方在
黑幫操控
酒吧檢獲
12 萬元現
金、毒品及
武器等證
物。

根據《版權條例》，任何人為任何規
避業務的目的，或在任何規避業務的過
程中，出售或出租該有關器件，或提供
有關服務使人能夠規避就版權作品而應
用的有效科技措施，均屬違法，一經定
罪，可判處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4 年。至
於非法收看收費節目的市民，則有可能
被版權持有人追究民事責任就相關損失
索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2018.06.21 警方突擊搜查大埔
廣福道一單位，檢獲約 50 萬元
懷疑非法投注記錄、4 部手提電
話、約1萬元現金及少量毒品，
拘捕屋內1男3女
2018.06.14 警方公佈聯同內地
執法部門搗破一個由黑幫經營
的跨境外圍賭博集團，內地與
香港共拘捕 49 名男女，檢獲約
7,800 萬元懷疑非法投注記錄及
逾250萬元現金等證物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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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06 海關展開反冒牌貨
執法行動，掃蕩旺角、油麻地、
深水埗、荃灣多間店舖及固定小
販排檔，檢獲約 4000 件懷疑冒
牌運動服裝、球衣及運動鞋等，
市值約30萬元

2018.04.30 海關進行代號「守
門員」特別執法行動，連日在機
場、海域港口、陸路和鐵路各管
制站，重點堵截販運侵權物品活
動，檢獲近 26 萬件懷疑侵權物
品，總值約1,530萬元

Apple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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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22 海關接獲舉報經
調查，在東涌逸東邨拘捕分別
21 歲及 60 歲叔侄，涉嫌利用
網上直播平台非法轉播世界盃賽
事，觸犯《版權條例》

2018.05.10 海關公佈在過去三
星期在文錦渡管制站、葵涌海
關大樓驗貨場、屯門內河船碼
頭海關驗貨場以及快遞中心，
共檢獲約 7.4 萬件懷疑冒牌運動
服裝，市值約380萬元

早安香港

世界盃有咩睇

2018.06.21 警方在荃灣大陂坊
拘捕一名 28 歲男子，在其身上
手提電話內發現約190萬元懷疑
非法投注紀錄

海關近日打擊涉世界盃侵權罪行事件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經
過連月進行代號「飛沙」臥底行動，鎖定
尖沙咀區3間由黑幫操控的持牌酒吧，涉
嫌「掛羊頭、賣狗肉」暗中非法收受賭
注、提供毒品及泰籍女子賣淫服務；昨凌
晨探員突擊搗破3間目標酒吧，拘捕86名
男女，檢獲懷疑非法收受賭注、一批武器
及毒品等證物。

文匯網

比利時大勝突尼西亞 ：

海關首次破獲利用網上直播平台
（Voov）非法轉播收費電視節目案件
中，被捕的 21 歲及 60 歲男子，叔侄關
係，為 Now TV 用戶及有付款購買觀看
世界盃賽事服務。
據悉，被捕侄仔透過手機 Apps 直播平
台 Voov 開設賬戶，自稱「老公仔」，屬
有逾萬名粉絲的略具人氣「網紅」，他
涉嫌將 Now 接收器的世界盃賽事畫面訊
號傳送至電腦，再利用軟件將賽事訊號
發放至直播平台，將多場世界盃賽事直
播給其他網友欣賞，以博取網友「畀
like」及賺取可兌換回現金的虛擬禮物，

突擊搜住宅賭檔人贓並獲

2018.06.22 警 方 分 別 在 觀
塘及葵涌拘捕 2 名男子，共
檢獲約 360 萬元懷疑非法投
注記錄及 44 萬元現金等證物

Android

三獅變陣 十「拿」九穩

叔侄網上播世盃侵犯版權

受賭注及提供泰籍女子賣淫服務，共拘
捕86人（見另稿）。

警方近日打擊涉世界盃非法收受投注活動

背景，分別涉嫌非法收受賭注、經營賣
淫場所、違反逗留條件、誘使他人作不
道德行為及觸犯《版權條例》等罪名；警
方正追緝在逃同黨。

惟此舉已觸犯《版權條例》。
消息稱，早前 Now 發現有人涉嫌利用
網上直播平台非法轉播其世界盃賽事，
隨即向海關舉報。海關版權及商標科技
罪案調查組人員經調查及追蹤 IP 地址，
鎖定東涌逸東邨翠逸樓一目標單位。
直至前晚約 9 時，警方人員根據資料
突擊搜查上址單位時，屋內叔侄正在收
看世界盃巴西對哥斯達黎加賽事，人員
經調查以相關罪名拘捕 2 人，並檢走疑
曾用作直播的電腦器材作進一步調查，
包括一部電腦及 Now 接收器等器材，總
值約2萬元。
海關提醒市民，要以合法途徑收看收
費電視節目，非法轉播的疑犯更已觸犯
刑事的《版權條例》可被判監，盜看市
民亦有機會被民事索償。
在警察行動方面，有組織罪案及三合
會調查科（O 記）連月進行代號「飛
沙」臥底行動後，昨凌晨採取行動搗破3
間由黑幫操控的酒吧，分別涉嫌非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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